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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件列明英富必的服务及相应收费情况的定义。 
 
免责声明 
英富必不保证所列通道在各个国家/地区的可用性。关于按国家/地区划分的通道，其地理区域覆盖范围应由
英富必代表和客户单独商定。  
 
软件即服务 (SAAS)  
 
即时对话 (CONVERSATIONS) 
1.服务说明 
即时对话 (CONVERSATIONS)是英富必的联络中心服务，可通过多种渠道与最终用户对话。 
 
即时对话 (CONVERSATIONS)可作为网页界面（即时对话全套解决方案）、移动应用程序或通过 HTTP 
API (Conversations API) 使用，具有以下功能：对话线程、对话管理：队列和路由管理、代理分配、解决
方案管理、历史记录概览。 
 
2.收费情况及其他详情 
 
即时对话全套解决方案 
支付相应月费后，客户端可获得每月活跃代理 (MAA) 套餐。  
 
禁止客户端在 1（一）个以上的并行对话中使用同一用户许可。 
 
指定用户许可不得由某个用户转让给另一个用户，也不得由多个用户同时共享。用户是指可以使用即时对话
产品的任何人，例如：管理员、主管、代理或任何角色。 
 
指定用户套餐在每月第一天结算。坐席数按与您账户相关联且有权使用任何即时对话产品的用户数计算。如
果在月内为新用户提供服务，则将在提供服务时收取额外的席位费用。  
 
当月新增用户的费用将全额收取，而不是按比例收取。 
 
选定指定用户套餐时，初始第一个月的月费将自付费日起按比例收取。 
 
客户端的费用将按当月最大的并行用户数计算。例如，取消服务后重新添加用户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除 MAA 套餐外，还将根据客户端在下述列表中选择使用的通道，就每种收费情况单独向客户端收费。 
 
额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长短号、安装费用、IP 地址以及套餐中未含并需单独收费的其他服务。 
 
客户端选择的服务套餐应按纳入主协议的参考目录（线上）或按服务协议的附表 2 《商业计划书》实行。 
 
其他详情： 
“每月活跃代理 (MAA)”是指当月内使用的指定用户许可数量。用户是指可以使用即时对话产品的任何人，例
如管理员、主管、代理或任何角色。 
 
“指定用户许可”是指英富必分配给单个客户端代表的专属许可，以便访问和使用英富必的即时对话 UI。 
 
即时对话 API 



支付相应月费后，客户端可获得每月活跃即时对话套餐。  
 
除活跃即时对话套餐外，还将根据下述列表中客户端选择使用的通道，就每种收费情况单独收费。 
 
额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长短号、安装费用、IP 地址以及套餐中未含并需单独收费的其他服务。 
 
客户端选择的服务套餐应按纳入主协议的参考目录（线上）或按服务协议的附表 2 《商业计划书》实行。 
 
其他详情： 
“每月活跃即时对话 (MAC)”是指当月内活跃的即时对话数量。活跃即时对话是指在收费月内交换了至少 1 
条消息的对话。对话是参与者之间交换消息的线程或集合。活跃即时对话中所涉的消息是在一个对话中的参
与者之间交换的入站或出站消息。 
 
自动化客户互动平台 (MOMENTS) 
 
1.服务说明 
英富必的 Moments 服务由 Web 和 API 接口组成，让客户端能够通过不同的通道与最终用户交流，并细
分、自动化和分析受众和交互。 
 
2.MOMENTS 收费项目及其他详情 
支付相应月费后，客户端可获得每月参与人员套餐。 
 
如果客户端超出所选套餐中分配的每月参与人数限额，则按超额的每月参与人数收费。 
 
除每月参与人员外，还将根据客户端在下述列表中选择使用的通道，就收费项目单独向客户端收费。 
 
额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长短号、安装费用、IP 地址以及套餐中未含并需单独收费的其他服务。 
 
客户端选择的服务套餐应按纳入主协议的参考目录（线上）或按服务协议的附表 2 《商业计划书》实行。 
 
其他详情： 
“Moments”是指根据本协议向客户提供的单独和集体服务，包括广播（Broadcast）、事件（Events）、流
（Flow）、人员（People）和推送（Push）/MAM。 
 
“每月参与人员 (MEP)”是指任何一个最终用户在一个日历月内 a) 至少收到一条由客户端使用以下所列的任
何通道通过 Flow 发送的消息和/或 b) 使用以下所列的任何通道的入站消息进入 Flow 会话。 
 
聊天机器人（ANSWERS）  
1.服务说明 
英富必的 Answers 服务是一个用于构建、测试和部署聊天机器人的平台，可以通过不同通道实现与最终用
户自动对话。 
 
2.ANSWERS 收费情况及其他详情 
 
支付相应月费后，客户端可获得每月活跃会话套餐 (MAS)。 
 
如果客户端超出所选套餐中分配的 MAS 限额，则按超额的会话数量收费。 
除 MAS 套餐外，还将根据客户端在下述列表中选择使用的通道，就每种收费情况单独向客户端收费。 
 
额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长短号、安装费用、IP 地址以及套餐中未含并需单独收费的其他服务。 
 
Events 功能内置于 Answers。  
客户端选择的服务套餐应按纳入主协议的参考目录（线上）或按服务协议的附表 2 《商业计划书》实行。 
 



其他详情： 
 
“每月活跃会话 (MAS)”是指当月内活跃会话的数量。 
 
“会话”是指由最终用户和聊天机器人之间的多个入站和出站消息组成的对话。会话通过收到最终用户发来的
消息触发并创建。每个会话由多条消息组成，交换消息的数量没有限制。会话将在出现以下情况时关闭：a) 
任何一方发出的任何消息经过预先设定的时间（以分钟表示）未有应答， b) 聊天机器人已成功解决最终用
户的问题，或者 c) 会话已由聊天机器人或经员工的请求转接至某一员工。该等会话的超时时限可以在 Bot 
配置中进行设置，但上限是 24（二十四）个小时。 
 
“聊天机器人”指模拟和处理人类的书面或口头对话的计算机程序； 
 
SAAS 功能： 
以下是构成其中 SaaS 服务的部分功能列表，包括但不限于： 
 
“Events”是指英富必所提供解决方案的一项功能，允许跟踪、存储和分析从移动应用程序、网络或第三方
服务处收集的客户行为； 
 
“Flow”是指英富必向客户提供的可视化工具，允许根据英富必所提供解决方案中的预定义受众或行为触发
器，构建复杂的多通道通信流； 
 
“Broadcast”是指英富必向客户提供的工具，让客户能够在英富必提供的解决方案内向最终用户单向发送信
息的一次性通信； 
 
“Mobile App Messaging（移动应用程序消息）”是一项仅在 SaaS 服务中可用的功能，让客户端能够（通
过网际协议将消息发送到最终用户的智能手机。该消息针对的是最终用户之前在智能手机上安装的应用程
序），使用 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APNS)、Google Cloud Messaging (GCM) 和 Firebase Cloud 
Messaging (FCM) 系统，将 Push 通知发送到最终用户的智能手机； 
 
“Messenger（即时通讯）”是一项仅在 SaaS 服务中可用的功能，让客户端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Messanger 平台发送终端终止标准和订阅消息，并处理从 Messenger 平台接收的消息。“Messenger 平台”
是指 Facebook 使用和运营的平台及相关系统、网络连接和接口功能。“Facebook”是指 Facebook Inc.，该
公司注册于美国，其注册办事处地址是 1 Hacker Way, Menlo Park, California 94025。 
 
通道/通信服务  
SMS（短信） 
1.    服务说明 

1.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让客户端能够通过平台发送终端终止短信 (SMS MT)，并从全球多个移动网络运
营商处接收终端发起短信 (SMS MO)的解决方案。 
 

2. 英富必服务包括： 
 
a.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b. 配置接收客户端所产生流量的平台以及该等短信流量的处理和路由，并接收来自客户端的网络运
营商的流量（如适用）； 
 
c.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短信流量进行计费；和 
 
d. 技术支持。 
 

3.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a.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b. 将客户端生成的短信流量路由到可用的网络运营商； 
 
c. 将来自最终用户的网络运营商的短信流量路由到客户端的信息系统（如适用）； 
 
d.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e. 管理与网络运营商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4.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a.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b.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如下： 
 
i. 将短信流量路由到平台，并 
ii. 接受来自平台的入站流量（如适用）； 
 
c. 确保应首先接受最终用户发送的适当服务请求； 
 
d.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可更新的数据库，其中含有相应的服务请求以及最终用户接收经英富必处理
的每条消息的 OPT OUT/STOP 请求，以及 
 
i. 在适用法律规定的必要期限内保留证据，证明发送给最终用户的每条消息均为响应已经过验证的
服务请求； 
ii.  在英富必提前 5 天发出书面要求的通知时，向英富必提供该等证据； 
 
e.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短信平台发送垃圾短信 (SPAM)； 
 
f.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g.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    短信收费事件情况及其他详情  
 
“MT 收费事件”是指客户端发送给英富必且英富必已成功提交给目标网络运营商的短信。 
 
“MO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发送且经英富必平台成功接收的短信； 
 
“网络运营商”指运营基于 GSM 或 CDMA 的移动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成功提交”是指英富必接收客户端发送的短信并对其验证后提交接力路由。英富必应将成功提交状态返回客
户端，说明短信已成功提交路由并随即由网络运营商发送给最终客户。未通过验证测试的短信将被拒绝，并
向客户端返回出错信息，且该短信不收费。 
 
彩信（MMS） 
1.    服务说明 

1.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通过平台发送终端终止彩信消息 (MMS MT)，并从
全球多个移动网络运营商处接收终端发起彩信消息 (MMS MO)。 
 

2. 英富必服务包括： 
 
a.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b. 接收客户端所产生流量的平台配置以及该等彩信流量的处理和路由，并接收来自客户端的网络运
营商的流量（如适用）； 
 
c.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彩信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d. 技术支持。 
 

3.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a.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b. 将客户端生成的彩信流量路由到可用的网络运营商； 
 
c. 将来自最终用户的网络运营商的彩信流量路由到客户端的信息系统（如适用）； 
 
d.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e. 管理与网络运营商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4.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a.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b.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如下： 
 
i. 将彩信流量路由到平台，并 
ii. 接受来自平台的入站流量（如适用）； 
 
c. 确保应首先收到最终用户发送的适当服务请求； 
 
d.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可更新的数据库，其中含有相应的服务请求以及最终用户接收经英富必处理
的每条消息的 OPT OUT/STOP 请求，以及 
 
i. 在适用法律规定的必要期限内保留证据，证明发送给最终用户的每条消息均为响应已经过验证的
服务请求； 
ii.  在英富必提前 5 天发出书面要求的通知时，向英富必提供该等证据； 
 
e.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彩信 (SPAM)； 
 
f.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g.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    彩信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MT 收费事件”是指客户端发送给英富必且英富必已成功提交给目的网络运营商的彩信。 
 
“MO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发送且经英富必平台成功接收的彩信； 
 
“网络运营商”指运营基于 GSM 或 CDMA 的移动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成功提交”是指英富必接收客户端发送的彩信并对其验证后提交接力路由。英富必应将成功提交状态返回客
户端，说明彩信已成功提交路由并随即由网络运营商发送给最终客户。未通过验证测试的彩信将被拒绝，并
向客户端返回出错信息，且该彩信不收费。 
 



号码查询（Number Lookup） 
1.    服务说明   

1. 英富必服务中配有一个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提高其向全球范围内移动网络运营商用户的信息送
达率，包括（根据分配给客户的服务套餐）： 
 
a. 号码可用性； 
 
b. 可携指示； 
 
c. 漫游指示。 

2. 英富必服务包括： 
 
a.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b. 为该等信息查询可用网络运营商归属位置寄存器 (HLR) 的平台配置； 
 
c.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流量进行计费；和 
 
d. 技术支持。 
 

3.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a.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b. 将客户端生成的号码查询流量路由到可用的网络运营商； 
 
c.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d. 管理与网络运营商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4.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a.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b.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号码查询流量路由至平台； 
 
c. 仅将英富必服务用于内部目的，不得将接收的任何信息提供给第三方； 
 
d. 确保在向用户号码发送任何短信时，先执行与转发短消息 (FSM) 来自同一 GT 的另一个 SS7 
MAP SRI_for_SM 查询； 
 
e. 在网络运营商投诉时提供日志，证明在向使用英富必服务的用户号码提交短信前，与 FSM 来自
同一 GT 的 SS7 MAP SRI_for_SM 已定向到网络运营商；以及 
 
f.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    号码查询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Chargeable Event）”是指英富必向网络运营商提交的每个号码查询请求；  
 
“网络运营商”指运营基于 GSM 或 CDMA 的移动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号码查询请求”是指向网络运营商 HLR 数据库查询某个手机号码生成的详细信息； 
 
“SS7 MAP SRI_for_SM 消息”是指发送路由信息消息； 



 
“FSM”是指转发短消息，属于用来向移动设备发送短信内容的 GSM MAP 协议的一部分；  
 
“GT”是指全球标码，一个符合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 E.214 建议书的编号系统，用于将信息路由到
蜂窝无线电系统中的适当节点。 
 
号码和短代码 
1.    服务说明 

1.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使用来自全球多个网络运营商的本地号码与最终用
户进行出站和入站通信。 
 

2. 英富必服务包括： 
 
a. 提供具有所需功能（受可用性和当地法规限制）的号码，例如： 
 
i. 短信、彩信和/或语音通信支持； 
ii.  可以接收入站流量； 
iii.  可以根据客户端请求，用作短信和/或彩信发起方和/或语音来电显示。 
 
b. 配置入站和出站通信号码； 
 
c.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号码和相关费用进行计费；以及 
 
d. 技术支持。 
 

3.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a. 在提供号码之前，向客户端索取当地法规要求的必要文件； 
 
b. 确保号码成功配置和可用； 
 
c. 管理与网络运营商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用性； 
 
d.开具向客户端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4.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a. 通过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注册和技术的表格及要求，提供以下信息： 
 
i. 当地法规规定的注册信息和授权； 
ii.  技术配置信息。 
 
b. 确保按照当地法规使用已购买的号码； 
 
c.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    号码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号码”是指网络运营商根据客户所需的功能提供的长号、免费号码或短代码； 
 
“安装费用收费事件（Setup Fee chargeable event）”是指根据客户端请求，予以提供并在英富必平台上设
置的号码； 
 
“经常性费用收费事件（Recurring Fee chargeable event）”指维持并将为客户端保留号码的定期付款； 



“网络运营商”指运营基于 GSM 或 CDMA 的固定线路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电子邮件 
 
1.服务说明 

1.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通过平台发送电子邮件。 
 

2. 英富必服务包括： 
 
a.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b. 接收客户端所产生电子邮件流量的平台配置并处理和路由该等电子邮件流量到电子邮件服务提供
商； 
 
c.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电子邮件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d. 技术支持。 
 

3.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a.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b. 将客户端生成的电子邮件流量路由到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 
 
c.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d. 管理与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以及 
 

4.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a.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指示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b.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电子邮件流量路由至平台； 
 
c.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最终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封电子邮件； 
 
d.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电子邮件 (SPAM)； 
 
e.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f.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电子邮件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客户端发送给英富必且英富必已成功提交给目的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的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是电子化信件的简称，其定义是使用专用软件通过计算机或终端之间的电信连接系统发送的消
息； 
 
“成功提交电子邮件”是指英富必接收客户端发送的电子邮件并对其验证后提交接力路由。英富必应将成功提
交电子邮件状态返回客户端，说明电子邮件已成功提交路由。未通过验证测试的电子邮件将被拒绝，并向客
户端返回出错信息，且该电子邮件不收费。客户端向英富必发送的电子邮件地址格式无效或发送到无效地址
的电子邮件地址，将在第一次提交给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时收取费用，并在收到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的出错



信息后列入黑名单。客户端向已被英富必列入黑名单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的任何后续消息将不予提交且不收
费； 
 
“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是指英富必在电子邮件消息传递链中使用的技术合作伙伴； 
 
“网络运营商”与上述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的含义相同； 
 
同意——电子邮件（营销电子邮件/时事通讯）原则上只能发送给已同意使用该服务 (Opt-ln) 的收件人。同
意必须符合以下先决条件： 
 

• 通过电子邮件/时事通讯接收广告的同意尤其必须是主动和单独授予。收件人必须点击/选中一个方
框或以其他方式声明其明确同意。该同意声明不得构成任何其他声明的一部分（例如同意一般业务
条款和条件与一般数据保护规定等），并且仅可与广告有关。 
 

• 必须在特定情况下以知情的方式给予同意。必须明确指定同意的受益人。所发送电子邮件的营销行
业和领域必须明确且易于理解。 
 

• 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的同意仅在以下情况时有效： 
 

o 未成年人已年满 16 岁，或 
o 法定监护人已同意。 

 
• 在取得同意时，必须清晰明确地注明可随时撤回同意并在日后有效的选项。该同意还必须含有有关

如何撤回同意以及向谁撤回同意的信息。撤回同意的选项不得比授予同意的选项复杂。已撤回的同
意必须最迟在五 (5) 个工作日后生效。 

 
如遇特殊情况，则在存在以下情况时也可能会向没有明确 Opt-ln（参见 1.1）的客户发送电子邮件： 
 

• 现有客户关系（存在交换合同以换取付款）， 
 

• 直接为类似的专有产品或服务宣传广告， 
 

• 有关随时（在获取和每次使用电子邮件地址时）表示反对的选项信息，除基本费率的传输费用外，
不得产生任何费用，且 
 

• 客户并未反对。 
第三方的数据收集（例如通过共同主办）——客户端使用从第三方获得的电子邮件地址时，以下内容适用： 
 

• 在执行营销措施之前，客户必须确保已获得同意（参见第 1.1 点）。该同意声明还必须明确指明客
户。 
 

• 在收集数据期间，受益人名单必须清晰明确且易于用户理解。 
 

• 收集地址数据的公司或个人数量已减少/被减少到一定数量，可防止将用户数据转发给不成比例的大
量第三方。该数量必须确保用户容易理解其同意的意义和范围，并容易监控对其数据的合法处理。 

 
为明确起见，必须说明的是生成地址数据的公司不得在并未特别获得用户的进一步同意声明的情况下将该地
址数据转发给第三方。 
 
电子邮件设计——缔约实体，即发件人的商业相关邮件合同合作伙伴，必须具有明确的可识别性。发送的每
封电子邮件中均必须载明易于识别的法律注意事项全文（页脚）。法律注意事项必须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 发件人的设立名称和地址；如果是法人实体，还需包括法律结构、商业登记册、协会登记册、合伙
企业登记册或合作社登记册，以及适用的注册号； 

• 联系信息、至少一个有效的电话号码或电子联系表格以及电子邮件地址； 
• 销售税识别号或企业识别号（如适用）。 

 
不影响根据国家法律提供信息的其他义务。 
 
必须在每封电子邮件中注明撤回发送电子邮件权限的选项 (Opt-out)。 
 
收件人必须始终无需任何访问权限的数据（例如登录名和密码）即可取消订阅电子邮件。如果由于所提供服
务具有某些特殊性而需要不同的处理，则允许在个别情况下存在例外情况。 
 
邮件的标题和主题行中不得混淆或隐藏邮件的发件人和内容的商业性质。混淆或隐藏是指标题和主题行经过
故意设计，让收件人查看通信内容之前并未察觉发件人的实际身份或内容的商业性质等相关信息，或收到的
相关信息具有误导性。 
 
电子邮件验证服务 
1.服务说明 
 

1.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通过使用英富必平台验证其电子邮件地址数据库的
有效性。 

2. 英富必服务包括： 
 
a.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b. 接收客户端所生成电子邮件查询的平台配置并通过网络运营商验证该等电子邮件地址； 
 
c.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电子邮件验证进行计费；以及 
 
d. 技术支持。 

3.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a.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b. 将客户端发起的电子邮件验证查询路由到可用的网络运营商； 
 
c.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d. 管理与 ESP 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4.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a.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b.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电子邮件验证请求路由至平台； 
 
c.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d.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电子邮件验证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客户端发送给英富必且英富必已成功提交给目的网络运营商的电子邮件验证请求。 
 
“成功提交”是指英富必接收客户端发送的电子邮件验证请求并对其验证后提交给网络运营商。  



 
“电子邮件验证请求”指客户向英富必发送的请求，内容是对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检查。在英富必平台上收到该
等请求后，英富必应将该等请求路由至网络运营商，并要求进行语法检查、基于角色的检查、一次性电子邮
件地址检查和全域设置电子邮件地址检查。英富必平台收到网络运营商的回复后，如果电子邮件地址有效且
存在，则向客户端返回“YES”回复，如果电子邮件地址无效或未找到，则回复“NO”，如果无法完成 SMTP 
请求，则回复“UNKNOWN”。 
 
“网络运营商”是指以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的身份运营，并为其用户群提供电子邮件功能服务的任何公司。 
 
“语法检查”是指检查电子邮件地址的格式是否正确，可被视为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基于角色的检查”是指检查地址属于自然人，还是与公司、部门或收件人群组而非自然人关联的地址。 
“一次性电子邮件地址”是指在一段时间后被废除的临时电子邮件地址。 
 
“全域配置电子邮件地址检查”是指检查电子邮件地址是否具有全域配置。全域配置是指服务器被配置为接收
发送到域的所有电子邮件，无论指定邮箱是否存在。 
 
VIBER  
1.服务说明 
 
英富必服务（定义见本协议）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Viber 平台提供终端终
止的服务消息。 
英富必服务包括： 
 

1.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2. 配置英富必平台以接收由客户所产生的 Viber 流量并处理和路由该等 Viber 流量到 Viber 平台； 
 

3.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 Viber 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4. 技术支持。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1.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2. 路由客户端所产生的 Viber 流量到 Viber 平台； 
 

3.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4. 管理与 Viber 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1.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2.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 Viber 流量路由至英富必平台； 
 

3.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 Viber 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服务消息； 
 

4.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服务消息 (SPAM)； 
 

5.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6.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Viber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客户端发送给英富必且英富必已成功提交给最终用户的服务消息。 
 
“服务消息”指通过 Viber 应用程序向已选择通过客户端接收该等消息的 Viber 用户发送的消息。  
 
“Viber”是指 Viber Media S.a.r.l.，一家在卢森堡大公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societe a responsabilite 
limitee)，注册号为 B184956，主要营业地点是 2, rue du Fosse, L-1536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Viber 应用程序”是指由 Viber 开发的移动优先平台，由 VoIP 系统、消息服务、群组和其他交互方式组成，
可在移动设备、平板电脑或桌面设备上安装； 
 
“Viber 平台”是指 Viber 使用的提供性能或服务的服务器、硬件、软件和其他设备； 
 
“Viber 流量”指通过 Viber 平台和 Viber 应用程序向使用客户端的 Viber 用户提供的客户服务； 
“Viber 用户”指已将 Viber 应用程序下载到自己的设备并已表示同意接收来自客户端的 Viber 流量的最终用
户。 
 
“网络运营商”与上述 Viber 的含义相同； 
 
客户同意并确认，Viber 可能会不时施加特定的流量限制，而英富必也必须相应就 Viber 流量对客户端实行
相同的限制。英富必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快向客户端发出通知，通知内容应随附确认流量限制的正式 Viber 
文件。  
 
如果客户端采用后付费模式，则所使用的措辞如下： 
 
在本协议期限内，客户端承诺每月至少产生 300 欧元（三百欧元）的流量。如果客户端达到或超过上述基
准，则英富必将就客户端所产生的流量开具发票。如果客户端在任何参考月份未能达到上述基准，所产生的
流量低于 300 欧元，则英富必将就客户端所产生的流量开具 300 欧元的发票，无论客户端在该月产生的实
际流量为何。 
 
如果客户端采用预付费模式，则所使用的措辞如下： 
 
客户承诺每月至少产生 300 欧元（三百欧元）的流量（基准）。如果客户端达到或超过上述基准，则英富
必将根据本协议和附表，就所产生的流量扣除适当的金额。 
如果客户端在任何参考月份未能达到上述基准，所产生的流量低于 300 欧元，则英富必将扣除 300 欧元
的，无论客户端在该月产生的实际流量为何。如果客户端没有足够的信用额度，则客户端应在收到英富必的
通知后，购买可供扣除 300 欧元的足够信用额度。 
 
非结构化补充服务数据 (USSD) 
1.服务说明  

1. 非结构化补充服务数据 (USSD) 
 
非结构化补充服务数据 (USSD) 是一种基于会话的协议，可在网络和 MS（移动站）之间透明地传
输数据。无线电接口上的通信通过使用短对话在信号通道上进行。USSD 通过实现最终用户和应用
程序之间的交互式双向通信，促成 MS 和网络内服务之间的消息交换。 
 

2. USSD 消息和 USSD 会话 
 
USSD 消息的长度最多为 182 个字母数字字符，具体取决于使用 USSD 服务的网络。与短信（“短
消息服务”）消息不同，USSD 消息会在 USSD 会话期间创建一个实时连接。该连接保持打开状



态，允许双向交换多个 USSD 消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并可供自由数据流使用的连接称为 USSD 
会话。 
 

3. 用于 USSD 传输的协议 
 

1. USSD 通过 DTAP 和 MAP SS7 协议使用非呼叫相关的消息。 
 

2. 直接传输应用部分 DTAP 是一种应用协议，用于在 GSM 网络中的 MS（移动站）和 MSC
（移动交换中心）之间传递信令信息。 

 
3. 移动应用部分 MAP 是一种让移动蜂窝网络中的节点之间能够进行实时通信的协议。 

 
4. USSD 的规范如下所示： 

 
GSM TS 02.30 
GSM TS 02.90 
GSM TS 03.38 
GSM TS 03.90 
GSM TS 04.08 
GSM TS 04.80 
GSM TS 04.90 
GSM TS 09.02 

 
4. 客户端其他义务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a) 执行自托管应用程序的维护和监控； 
b) 根据使用短代码所在国家/地区的规定使用 USSD 服务和短代码； 
c) 如果通过 USSD 通道传输被禁止或未经请求的内容，则向当地政府承担责任。 
 

5. API 
 
支持 API： 
 
XML (Infobip_USSD_Gateway_XML_API_V3.1) 
REST/JSON (Infobip_USSD_Gateway_to_Third-
party_Application_HTTP_REST_JSON_Web_Service_API_v3) 
 

2.USSD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由客户端或任何第三方提供商发起的每次 USSD 会话； 
 
“网络运营商”指运营基于 GSM 的移动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手机应用消息推送 
 
1.服务说明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向 Android 或 iOS 操作系统支持的设备发送推送通知。并
非可选服务，仅可作为英富必 SaaS 产品组合的组成部分使用，不作为独立产品提供。 
 
英富必服务包括： 
 

1.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2. 平台配置（Android 和 iOS 库），以便能够在最终用户的设备上接收由客户端生成的推送通知，并

处理向云供应商发送的该等流量； 



3.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推送通知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4. 技术支持。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1.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2. 将客户生成的推送通知流量提交给云供应商； 
3.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4. 管理与云供应商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本协议第 5 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1.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2.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推送通知流量路由至平台； 
 

3.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最终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推送通知； 
 

4.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推送通知平台发送 SPAM 推送通知； 
 

5.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6.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移动应用程序消息发送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已注册设备” 是指已下载含有 SDK 应用程序的设备。 
“网络运营商”是指负责向 Android 和 iOS 平台发送推送通知的 Google Cloud Messaging (GCM) 系统、
Apple Push Notifications Service (APNS) 和 Windows Push Notification。 
 
“推送通知”是指通过互联网协议发送到最终用户智能手机上的消息，其发送对象是最终用户之前在智能手机
上安装的应用程序。 
 
“SDK” 或“软件开发工具包”是指客户端必须配合英富必下载和调整的软件，以便移动应用程序和英富必平台
同步，并允许不间断地传输推送通知； 
 
“成功提交”是指英富必接收客户端发送的推送通知并对其验证后提交给云供应商。英富必应将成功提交状态
返回客户端，报告已成功启动推送通知的处理。未通过验证的推送通知将被拒绝，并向客户端返回出错信
息。 
 
MESSENGER  
1.服务说明 

1.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Messanger 平台发送终端终止标
准和订阅消息，并处理从 Messenger 平台接收的消息。并非可选服务，仅可作为英富必 SaaS 产品
组合的组成部分使用，不作为独立产品提供。 

2. 英富必服务包括： 
 
a.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b. 配置英富必平台以接收由客户所产生的 Messenger 流量并处理和路由该等流量到 Messenger 平
台； 
 
c.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 Messenger 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e.技术支持。 

3.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a.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b. 将客户端产生的 Facebook 流量路由到 Messenger 平台； 
 
c.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d. 管理与 Messenger 的连接，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4.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a.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b.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 Messenger 流量路由至英富必平台； 
 
c.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 Messenger 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服务和订阅消息； 
 
d.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服务消息 (SPAM)； 
 
e.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f.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Facebook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活跃用户”是指在指定月份通过本协议项下的服务，成功收到至少一则来自客户端通知的任何最终用户； 
 
“收费事件”是指活跃用户； 
 
“网络运营商”与上述 Facebook 的含义相同； 
 
“Facebook”是指 Facebook Inc.，一家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其注册办事处地址是 1 Hacker Way, Menlo 
Park, California 94025； 
 
“成功接收”是指英富必接收客户端发送的推送通知并对其验证后提交给 Facebook 平台，且确认已发送至最
终用户的手机； 
 
“Messenger 平台”是指 Facebook 使用和运营的平台及相关系统、网络连接和接口功能。 
 
TELEGRAM  
1.服务说明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Telegram 平台发送终端终止标准和订阅
消息，并处理从 Telegram 平台接收的消息。并非可选服务，仅可作为英富必 SaaS 产品组合的组成部分使
用，不作为独立产品提供。 
 
英富必服务包括：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 路由客户端所产生的 Telegram 流量到 Telegram 平台； 
•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 管理与 Telegram 的连接，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 Telegram 流量路由至英富必平台； 
•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 Telegram 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服务和订阅消息； 
•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服务消息 (SPAM)； 
•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Telegram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活跃用户”是指在指定月份通过本协议项下的服务，成功收到至少一则来自客户端通知的任何最终用户； 
 
“收费事件”是指活跃用户； 
 
“网络运营商”与上述 Telegram 的含义相同； 
 
“成功接收”是指英富必接收客户端发送的推送通知并对其验证后提交给 Telegram 平台，且确认其已发送至
最终用户的手机； 
 
“Telegram”是指位于 71-75 Shelton Street, Covent Garden, London, WC2H 9JQ 5 的 Telegram 
Messenger LLP 公司； 
 
“Telegram 平台”是指 Telegram 使用和运营的平台及相关系统、网络连接和接口功能。 
 
WHATSAPP  
1.服务说明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端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WhatsApp 平台发送终端终止消息。 
 
英富必服务包括： 

•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 配置英富必平台以接收由客户所产生的 WhatsApp 流量并处理和路由该等 WhatsApp 流量到 

WhatsApp 平台； 
•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 WhatsApp 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 路由客户端所产生的 WhatsApp 流量到 WhatsApp 平台； 
•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 管理与 WhatsApp 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 WhatsApp 流量路由至英富必平台； 
•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 WhatsApp 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消息； 
•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消息 (SPAM)； 
•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WhatsApp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在客服窗口期 (CSW) 以外或以其他方式根据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whatsapp/pricing 上可由 WhatsApp 自行决定是否变更的 
WhatsApp 官方定价条款发送的每条 HSM； 
 
“客服窗口期 (CSW)”是指客户端通过英富必平台收到由 WhatsApp 用户使用 WhatsApp 应用程序发出的最
新 WhatsApp MO 消息起 24 小时这段时间； 
 
“自由格式消息 (FFM)”是指客户端在英富必平台上使用 WhatsApp 应用程序向 WhatsApp 用户发送的任何
非高度结构化消息 (HSM)。自由格式消息仅可在客服窗口期发送； 
 
“高度结构化消息 (HSM)”是指客户端在发起与每月活跃用户（MAU）的对话时应使用的消息模板。每个高
度结构化消息 (HSM) 均必须经过 WhatsApp 批准才能使用； 
 
“每月活跃用户 (MAU)”是指在一个日历月内，使用 WhatsApp 应用程序收到客户端使用英富必服务发送的 
HSM 或 FFM 的每名 WhatsApp 用户； 
 
“每月活跃用户费用”是指英富必在一个日历月内分配给客户端一定的每月活跃用户 (MAU) 数量，客户端为
此支付规定的月费。如果超过所分配的 MAU 数量，则客户端应为每个该等 MAU 支付额外费用； 
“网络运营商”与上述 WhatsApp 的含义相同； 
 
“WhatsApp”是指 WhatsApp Inc.，一家在美利坚合众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营业地点是 1601 
Willow Road, Menlo Park, CA 94025, United States； 
 
“WhatsApp 应用程序”是指 WhatsApp 开发的移动优先平台，由 VoIP 系统、消息服务、群组和其他交互方
式组成，可在移动设备上安装； 
 
“WhatsApp 平台”是指 WhatsApp 使用的与性能或服务有关的服务器、硬件、软件和其他设备； 
 
“WhatsApp MO 消息”是指 WhatsApp 用户使用 WhatsApp 应用程序通过英富必平台发出的每条消息； 
 
“WhatsApp 流量”是指通过 WhatsApp 平台和 WhatsApp 应用程序向使用客户端的 WhatsApp 用户提供的
客户端服务； 
 
“WhatsApp 用户”是指已将 WhatsApp 应用程序下载到自己的/设备并已表示同意接收来自客户端的 
WhatsApp 流量的最终用户。每个 WhatsApp 用户均由用于在 WhatsApp 应用程序中注册的 MSISDN 所定
义。 
 
WhatsApp 使用条款： 
 
客户端也接受并确认以下由 WhatsApp 不时发布和修订的条款，该等条款也适用于客户根据本协议使用 
WhatsApp 服务。 
 
WhatsApp 商业解决方案政策（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www.whatsapp.com/legal/business-
solution-policy/） 
 
WhatsApp 商业解决方案条款（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www.whatsapp.com/legal/business-
solution-terms/） 
 
WhatsApp 定价条款： 
WhatsApp 服务的定价条款应如本协议附表 3 的《商业计划书》中的规定所示。 
 
语音与视频  
 
网页和应用程序内呼叫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whatsapp/pricing
https://www.whatsapp.com/legal/business-solution-policy/
https://www.whatsapp.com/legal/business-solution-policy/
https://www.whatsapp.com/legal/business-solution-terms/
https://www.whatsapp.com/legal/business-solution-terms/


 
1.服务说明  
英富必的网页和应用内呼叫是指使用 InfobipRTC SDK 实现的呼叫，即由最终用户从网页或移动应用程序版
的客户端发起或应答的通话。  
 
最终用户通过 InfobipRTC SDK 从网页或移动应用程序版客户端发起的呼叫，可以根据客户端的配置，通过
以下方式之一终止：  
 

• 通过网页或移动应用程序版客户端向另一个最终客户发起呼叫。呼叫可包括音频和视频方式；   
• 将呼叫转接到客户端指定的电话号码或静态公共 IP 地址，或者将呼叫转接到客户端的软件电话。 

 
通过 Infobip 提供的 SDK 的配置到达客户的网页或移动应用程序，并由应用程序的终端用户接听的呼叫，
以下列方式之一启动： 
 

• 由最终用户向语音号码发起的入站呼叫；  
• 最终用户从网页或移动应用程序版客户端发起。呼叫可包括音频和视频方式；    

 
服务配置可在客户门户 (Customer Portal) 进行，也可以由英富必的客户经理根据客户的要求在英富必平台
上代客户实行。 
 
英富必服务包括： 

• 在按需提供语音号码；  
• 英富必平台的配置；  
• 对英富必提供的服务进行计费；  
• 技术支持。 

I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 管理与网络运营商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设计和开发，可使用英富必平台发起或接收呼叫； 
•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通过英富必平台发起和接收呼叫的用户数据库； 
•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网页和应用内呼叫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或答录机应答的每个已接通呼叫，按每 60 秒计费，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客户端平台”是指客户使用客户端服务的平台。 
 
“SDK” 或“软件开发工具包”是指客户必须配合英富必下载和调整的软件，以便移动应用程序和英富必平台建
立呼叫。 
 
“语音号码”是指英富必从网络运营商处租用并转租给客户的电话号码。客户应根据当地市场的相关电信法
规，获准使用语音号码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入站呼叫，或者作为出站呼叫的来电显示。 
 
“入站呼叫”是指最终用户向语音号码发起的呼叫。该等呼叫应由网络运营商路由到英富必平台。英富必平台
登记网络运营商路由来的呼叫后，会根据客户端的配置处理呼叫。   
 
“网络运营商”是指运营 GSM 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静态公共 IP 地址”是指某台设备获得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互联网访问的 IP 地址服务提供商分配的固定号
码，必须由客户端以自己的名义获取。 
 
“软件电话”是指在互联网上通过 SIP 协议发起和/或接收呼叫的软件程序。 
 
语音消息 (VOICE MESSAGES) 
1.服务说明 
 
英富必语音消息服务是指让客户端能够向一个或多个目标号码（固定或移动电话用户号码）发起出站呼叫，
并在接通时播放预先录制的或从文本转为语音的音频文件。在接通该等呼叫并播放预先录制的或从文本转为
语音的音频文件之后，最终用户应可选择输入将发送回英富必平台的指令。客户端在接收到指令后，将会执
行在英富必平台上预定义的某个选项。客户端能够选择的预定义选项取决于英富必平台支持的功能。对于最
终用户输入的指令信号因连接问题而未能到达英富必平台的情况，英富必概不负责。 
 
语音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技术支持； 
• 将文本消息转换为音频文件；可用于将文本转为语音的语言列表，可能会不时由英富必进行修订； 
• 根据客户端的要求，提供语音号码用作来电号码并显示在被叫目标电话号码所使用的设备上； 
• 客户端可以选择使用“答录机检测功能”来检测接听电话的是机器还是人； 
• 对英富必提供的该等服务进行计费。 

 
2.语音消息服务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或答录机应答的每个已接通呼叫，按每 60 秒计费，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客户应根据本协议，按照双方约定，为每个租用的英富必语音号码支付月费。 
 
 “来电显示”是指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和/或由客户端分配给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的具体显示内容
取决于网络运营商的能力。 
 
“网络运营商”是指运营 GSM 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答录机检测”是指可选的英富必附加服务，用于检测接听电话的是机器还是人。根据每个呼叫接通后的请求
额外收费。 
 
“语音号码”是指英富必从网络运营商处租用并转租给客户的电话号码。客户应根据当地市场的相关电信法
规，获准使用语音号码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入站呼叫，或者作为出站呼叫的来电显示。 
 
“出站呼叫”是指由客户端发起并应由英富必路由到网络运营商，以便最终用户终止的呼叫。 
 
交互式语音应答 (IVR) 
1.服务说明  
 
英富必 IVR（出站 IVR）服务让客户能够向一个或多个目标号码（固定或移动电话用户号码）发起出站呼
叫，或者接收最终用户向语音号码发起的入站呼叫（入站 IVR）。呼叫接通后，将会执行先前创建的 IVR 
场景。客户已在 IVR 场景中预定义所要执行的选项，例如播放预先录制的或文本转为语音的音频文件、转
发呼叫、联系客户的平台 URL 或者录下最终用户的反馈。在该等呼叫接通后，最终用户可选择输入将发送
回英富必平台的指令。客户端在接收到指令后，将会执行在英富必平台上预定义的某个选项。客户端能够选
择的预定义选项取决于英富必平台支持的功能。对于最终用户输入的指令信号因连接问题而未能到达英富必
平台的情况，英富必概不负责。 
 



IVR 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技术支持； 
• 将文本消息转换为音频文件；可用于将文本转为语音的语言列表，可能会不时由英富必进行修订； 
• 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语音号码用作来电号码并显示在被叫目标电话号码的设备上，或者用于入站 

IVR； 
• 客户端可以在出站 IVR 中，选择使用答录机检测功能来检测接听电话的是机器还是人； 
• 对英富必提供的该等服务进行计费。 

 
2.IVR 服务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IVR”是指交互式语音应答，可以实现业务自动化语音呼叫，能为客户端提供一个允许在呼叫期间与最终用
户进行交互的双向通信通道。IVR 可以由客户端向最终用户发起（“出站 IVR”），也可以由最终用户向客户
端的语音号码发起（“入站 IVR”）。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或答录机应答的每个已接通呼叫，按每 60 秒计费，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客户应根据本协议，按照双方约定，为每个租用的英富必语音号码支付月费。 
 
“来电显示”是指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和/或由客户端分配给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的具体显示内容
取决于网络运营商的能力。 
 
 “网络运营商”是指运营 GSM 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答录机检测”是指可选的英富必附加服务，用于检测接听电话的是机器还是人。根据每个呼叫接通后的请求
额外收费。 
 
“语音号码”是指英富必从网络运营商处租用并转租给客户的电话号码。客户应根据当地市场的相关电信法
规，获准使用语音号码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入站呼叫，或者作为出站呼叫的来电显示。 
 
“入站呼叫”是指最终用户向语音号码发起的呼叫。该等呼叫应由网络运营商路由到英富必平台。英富必平台
登记网络运营商路由来的呼叫后，会根据客户端的配置处理呼叫。  
 
 “出站呼叫”是指由客户端发起并应由英富必路由到网络运营商，以便最终用户终止的呼叫。 
 
一键呼叫 (CLICK TO CALL) 
 
1.服务说明  
英富必一键呼叫服务让客户端能够向两个目标号码（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用户号码）发起两个出站呼叫，且
如果两个被叫方均有应答，则均可参与对话。 
 
一键呼叫的顺序取决于一键呼叫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客户的请求。 
 
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技术支持； 
• 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语音号码用作来电号码并显示在被叫目标电话号码的设备上； 
• 客户可以选择使用答录机检测功能来检测接听电话的是机器还是人； 
• 对英富必提供的该等服务进行计费。 

 
2.一键呼叫服务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客户应根据本协议，按照双方约定，为每个租用的英富必语音号码支付月费。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或答录机应答的每个已接通呼叫，按每 60 秒计费，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来电显示”是指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和/或由客户端分配给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的具体显示内容
取决于网络运营商的能力。 
 
“网络运营商”是指运营 GSM 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答录机检测”是指可选的英富必附加服务，用于检测接听电话的是机器还是人。根据每个呼叫接通后的请求
额外收费。 
 
“语音号码”是指英富必从网络运营商处租用并转租给客户的电话号码。客户应根据当地市场的相关电信法
规，获准使用语音号码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入站呼叫，或者作为出站呼叫的来电显示。 
 
“出站呼叫”是指由客户端发起并应由英富必路由到网络运营商，以便最终用户终止的呼叫。 
 
号码屏蔽 (NUMBER MASKING) 
 
1.服务说明  

• a) 号码屏蔽是一种让使用（移动或固定）电话号码的双方能够通过电话进行对话，但无需相互暴露
来电显示的解决方案。号码屏蔽可根据从客户端平台接收的应答，启用入站呼叫的动态呼叫转移。  
 

• b) 一旦客户端在英富必租用的语音号码上收到呼叫，英富必号码屏蔽平台就会向客户端平台发送 
HTTP 请求，其中含有所收到呼叫的相关信息。英富必平台将在应答中： 
 

o 接收应将入站呼叫转移到的目标电话号码；或者 
o 在事先与客户端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根据数字屏蔽解决方案的设计播放预先录制的音频文

件； 
o 在事先与客户端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根据数字屏蔽解决方案的设计执行任何其他流程。 

 
• c) 将入站呼叫桥接到 b) 项中所述客户端在应答中接收的电话号码；但是如果呼叫转移由于客户端

平台没有应答或延迟应答而导致有所延迟，则英富必不承担任何责任。  
 

• d) 呼叫接通后开始计费，表示 a) 项入站呼叫被转交给最终用户并建立连接，或者 b) 项预先录制的
音频文件被播放。 
 

号码屏蔽包括以下内容： 
 

• a) 提供语音号码； 
• b) 技术支持； 
• c) 对英富必提供的该等服务进行计费。 

 
2.号码屏蔽服务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客户应根据本协议，按照双方约定，为每个租用的英富必语音号码支付月费。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或答录机应答的每个已接通呼叫，按每 60 秒计费，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来电显示”是指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和/或由客户端分配给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的具体显示内容
取决于网络运营商的能力。 
 
“网络运营商”是指运营 GSM 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动态呼叫转移”是指英富必号码屏蔽平台先向客户端平台发送查询目标号码的请求，并在客户端平台向其返
回应答后，才将语音呼叫转移到目标号码的呼叫转移； 
 
“英富必号码屏蔽平台”是英富必平台的一部分，可确保号码屏蔽解决方案的执行。 



 
“语音号码”是指英富必从网络运营商处租用并转租给客户的电话号码。客户应根据当地市场的相关电信法
规，获准使用语音号码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入站呼叫，或者作为出站呼叫的来电显示。 
 
“入站呼叫”是指最终用户向语音号码发起的呼叫。该等呼叫应由网络运营商路由到英富必平台。英富必平台
登记网络运营商路由来的呼叫后，会根据客户端的配置处理呼叫。 
 
SIP 中继链接 (SIP TRUNKING) 
 
1.服务说明 
 
英富必 SIP 中继链接服务让客户端能够使用英富必平台，从其支持语音的平台向目标号码（固定电话或移
动电话用户号码）发起出站呼叫。客户端平台与英富必平台结合，双方共同使用 SIP 协议和静态公共 IP 地
址。 
 
SIP 中继链接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技术支持； 
• 根据客户端的要求，提供语音号码用作来电号码并显示在被叫目标电话号码所使用的设备上； 
• 对英富必提供的该等服务进行计费。 

 
2.SIP 中继链接服务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客户应根据本协议，按照双方约定，为每个租用的英富必语音号码支付月费。 
 
“客户端平台”是指客户使用客户端服务的平台。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或答录机应答的每个已接通呼叫，按每 60 秒计费，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来电显示”是指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和/或由客户端分配给最终用户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的具体显示内容
取决于网络运营商的能力。 
 
“网络运营商”是指运营 GSM 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SIP 协议”会话发起协议 (SIP) 是一种信令协议，用于发起、维持、修改和终止实时会话（例如互联网上的
语音呼叫）。 
 
“IP 地址”是指网络硬件连接网络的标识号。IP 地址让设备能够通过互联网与其他设备通信。  
 
“静态公共 IP 地址”是指某台设备获得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互联网访问的 IP 地址服务提供商分配的固定号
码，必须由客户端以自己的名义获取。 
 
“语音号码”是指英富必从网络运营商处租用并转租给客户的电话号码。客户应根据当地市场的相关电信法
规，获准使用语音号码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入站呼叫，或者作为出站呼叫的来电显示。 
 
“出站呼叫”是指由客户端发起并应由英富必路由到网络运营商，以便最终用户终止的呼叫。 
 
入站呼叫（转移到电话号码/IP/软件电话） 
 
1.服务说明 
 
英富必语音号码（转移到电话号码/IP/软件电话）服务是指最终用户向语音号码发起的入站呼叫，将根据客
户端在英富必平台上的配置设置，分别转移到客户端指定的电话号码和静态公共 IP 地址，或者客户端的软
件电话。 
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提供语音号码； 
• 技术支持； 
• 对英富必提供的该等服务进行计费。 

 
2.入站呼叫（转移到电话号码/IP/软件电话）服务的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客户应根据本协议，按照双方约定，为每个租用的英富必语音号码支付月费。 
 
“收费事件”是指由最终用户或答录机应答的每个已接通呼叫，按每 60 秒计费，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网络运营商”是指运营 GSM 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IP 地址”是指网络硬件连接网络的标识号。IP 地址让设备能够通过互联网与其他设备通信。  
 
“静态公共 IP 地址”是指某台设备获得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互联网访问的 IP 地址服务提供商分配的固定号
码，必须由客户端以自己的名义获取。 
 
 “软件电话”是指在互联网上通过 SIP 协议发起和/或接收呼叫的软件程序。 
 
“SIP 协议”会话发起协议 (SIP) 是一种信令协议，用于发起、维持、修改和终止实时会话（例如互联网上的
语音呼叫）。 
 
“语音号码”是指英富必从网络运营商处租用并转租给客户的电话号码。客户应根据当地市场的相关电信法
规，获准使用语音号码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入站呼叫，或者作为出站呼叫的来电显示。 
 
“入站呼叫”是指最终用户向语音号码发起的呼叫。该等呼叫应由网络运营商路由到英富必平台。英富必平台
登记网络运营商路由来的呼叫后，会根据客户端的配置处理呼叫。   
 
未接呼叫语音服务说明 
1.服务说明 
 
“未接呼叫服务”指由最终用户发起但根据客户在英富必平台上的配置并未应答的的入站呼叫。在记录呼叫
后，英富必平台将通过提供有关最终用户电话号码、被叫语音号码和呼叫时间戳的信息来提醒客户平台。  
 
语音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提供语音号码；  
• 技术支持； 
• 对英富必提供的该等服务进行计费。 

 
2.未接呼叫语音服务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已配置为可接收入站呼叫的语音号码的月费。 
 
“网络运营商”是指运营 GSM 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话网络，为其用户群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任何公司。 
 
“客户端平台”是指客户使用客户端服务的平台。 
 
“语音号码”是指英富必从网络运营商处租用并转租给客户的电话号码。客户应根据当地市场的相关电信法
规，获准使用语音号码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入站呼叫，或者作为出站呼叫的来电显示。 
 
“入站呼叫”是指最终用户向语音号码发起的呼叫。该等呼叫应由网络运营商路由到英富必平台。英富必平台
登记网络运营商路由来的呼叫后，会根据客户端的配置处理呼叫。   
 
客户应根据本协议，按照双方约定，为每个租用的英富必语音号码支付月费。 



 
语音与视频录制 
1.录音服务说明 
 
说明： 
 
英富必的录音服务可以录制客户端使用英富必平台发起的语音呼叫交互，或最终用户通过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客户端从英富必租用的语音号码发起的呼叫。 
 
详情： 
在默认情况下，除非客户以书面形式指示英富必进行其他操作，否则客户最多可同时进行 10（十）个使用
英富必录音功能的呼叫（“录音限额”），但双方另有书面约定除外。在达到该等阈值并且通过录音功能录制 
10 个（十个，或在有指示的情况下则为更多）同时呼叫时，随后各个呼叫应被拒接或应答但不录音，具体
取决于客户提供的明确指令。如果客户未向英富必提供该等指示，则应拒绝任何该等随后呼叫。 
 
在特殊情况下，通过英富必的 Conversations 解决方案使用录音功能的客户端，其录音限制不应设置为上述 
10 个同时呼叫，而应等同于该客户端购买的 Conversations 服务的许可数量。 
 
录音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在 Conversations 全套解决方案中录音的收费 
 
录音包含在 Conversations 全套解决方案的许可费中，不会单独向客户端收取。 
 
录音存储应按日，即按 24 小时（二十四小时）存储的每 GB （千兆字节）呼叫录音收费。例如，使用英富
必存储 5 GB 呼叫录音 2 天，则需收取两次（每天一次） 5 GB 的费用。 
 
在其他所有情况下的录制收费（Conversations 全套解决方案） 
除了呼叫流量费用外，将根据英富必通过电子邮件向客户传达的标准定价收费（并且如有变更将尽可能提前
通知的情况），服务收费如下： 
 

• 录音许可费用根据使用录音服务的并行数量按月收取，每录制一次呼叫则收取一次录音许可费用。
客户应在服务开始前将所要设置的录音限额的有关信息以书面形式通知英富必，而相应地，在客户
已激活录音服务的情况下，英富必应每月对其执行的每次呼叫收取录音许可费，直至达到录音限额
为止； 
 

• 录音存储收费应按日，即按 24 小时（二十四小时）存储的每分钟呼叫收费。例如，使用英富必存
储 5 分钟呼叫 2 天，则需收取两次（每天一次） 5 分钟 的费用。 
 

2.附加视频录制服务说明详情 
英富必的视频录制服务可以录制客户使用英富必平台发起的视频呼叫交互，或最终用户在英富必平台上向客
户平台或其他最终用户发起的呼叫。 
 
根据本第 4 条中所含条款，客户选择录制的任何呼叫均应在其持续时间内录制（“录制源”）。该等录制可以
对所有呼叫自动执行，或者按需执行，即在激活该选项后直到客户禁用该选项前执行。为明确起见，应根据
英富必设置并由客户选择的预定义参数录制呼叫。 
 
客户应能够从英富必平台上的录制源传输任何已存储的视频通话。录制源应在收取相应费用的情况下被存
储，并让客户端能够传输，直到客户端选择在英富必平台删除为止。客户理解，如果客户希望将记录源转移
到客户平台，则需要对其进行正确格式化，对此需收取额外费用，即上述转换、格式化、合并和该等转移所
需的额外资源需单独收费。此外，为使任何记录源能被生成、下载和转移，需要预先设置适当的参数、发出
录制该等呼叫的指示并勾选日后下载的资格。除非同时执行上述两项措施，否则日后无法进行下载。 
 



客户可以选择将录像存储在其平台上，并在英富必平台上激活存储功能，作为在客户平台无法使用时触发的
故障转移备用选项。如果客户选择将自身平台设置为主要存储区，并同时禁用作为备用（故障转移）选项的
英富必存储功能，则英富必对客户所存储录像的任何可能发生的丢失概不负责。同样地，对于因客户端的行
为而导致任何数据被删除、丢失或其他情况，无论该等数据是存储于英富必平台或客户端平台，英富必均不
负责。 
 
自带运营商 (BYOC) 
1.服务说明  
 
通过 BYOC（自带运营商）进行语音呼叫，客户将能够使用现有的 PSTN 语音提供商，并在使用英富必 
Conversations 时通过该运营商记住电话号码。 
 
BYOC 让客户能够在使用英富必云联络中心功能的同时控制语音连接，但英富必不负责客户与运营商的连
接。 
 
并非可选服务，仅可作为英富必 SaaS 产品组合的组成部分使用，不作为独立产品提供。 
 
BYOC 的服务配置由英富必应客户的要求，代客户在平台中设置。 
 
2.BYOC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BYOC 设置的收费列于 SaaS 价目表顶端。“收费事件”是指客户通过任何英富必服务进行的每次入站呼叫或
出站呼叫均按分钟计费。 
 
即时聊天 (Live chat) 
1.服务说明  
 
英富必即时聊天频道可实现通过网页或移动应用与客户进行即时聊天通信。 
通信可以由客户从网页或移动应用发起，也可以由客户在客户门户上的即时聊天板块发起。    
 
并非可选服务，仅可作为英富必 SaaS 产品组合的组成部分使用，不作为独立产品提供。 
 
网页聊天的服务配置可使用客户门户进行，也可以由英富必的客户经理根据客户的要求在英富必平台上代客
户完成。 
 
“移动应用内聊天 (Mobile In–App Chat)”的服务配置是通过移动应用的设置在客户门户上完成的（参见“移动
应用程序消息发送”部分）。添加移动应用的配置文件后，客户需要将即时聊天小插件与移动应用程序连
接。 
 
即时聊天仅可作为 SaaS 产品的一部分使用，并根据 SaaS 价目表进行销售和计费。 
 
社交媒体 
1.服务说明  
英富必社交媒体频道可实现在客户的社交媒体页面上接收公开评论，并使用英富必云联络中心解决方案管理
回复，与客户进行交流。 
 
交流可以由客户在客户的社交媒体页面发起。    
 
并非可选服务，仅可作为英富必 SaaS 产品组合的组成部分使用，不作为独立产品提供。社交媒体频道应按
照 SaaS 价目表进行销售和计费。 
 
社交媒体的服务配置可使用客户门户进行，也可以由英富必的客户经理根据客户的要求在英富必平台上代客
户完成。 



 
GOOGLE BUSINESS MESSAGING (GOOGLE BM) 
1.服务说明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Google Business Messages 平台发送消
息，并处理从 Google Business Messages 平台接收的消息。 
英富必服务包括： 

•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 配置英富必平台以接收由客户所产生的 Google BM 流量并处理和路由该等 Google BM 流量到 

Google 平台； 
•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 Google BM 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 提供技术支持。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 将客户产生的 Google BM 流量路由到 Google Business Messages 平台； 
•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 管理与 Google 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 Google BM 流量路由至英富必平台； 
•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 Google BM 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消息； 
•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消息 (SPAM)； 
•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Google BM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活跃用户； 
 
“网络运营商”是指上述 Google Business Messages 平台； 
 
“Google”是指 Google LLC，一家在美利坚合众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营业地点是 1600 
Amphitheatre Parkway,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nited States； 
 
“Google BM 应用程序”是指由 Google 开发的任何移动、桌面或 Web 应用程序，可支持使用 Google 
Business Messages 服务。  
 
“Google 平台”是指 Google 使用的提供性能或服务的服务器、硬件、软件和其他设备； 
 
“Google BM 流量”是客户指通过 Google Business Messages 平台和 Google 应用程序向客户的 Google 
BM 用户提供的服务； 
 
“Google BM 用户”是指正在使用任何 Google 应用程序并已表示同意使用 Google BM 服务的最终用户。 
 
“Google 政策”是指适用于任何使用 Google 应用程序的用户或实体，并可在 google.com 上查阅的届时有效
条款与条件和/或政策。 
 
客户同意并确认，Google 可能会不时实行特定的流量限制，而英富必也必须相应就 Google BM 流量对客户
实行相同的限制。英富必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快向客户发出通知，通知内容应随附确认流量限制的正式文
件。 
 



APPLE BUSINESS CHAT  
1.服务说明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Apple Business Chat 平台发送消息，并处
理从 Apple Business Chat 平台接收的消息。 
 
英富必服务包括： 

•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 配置英富必平台以接收由客户所产生的 Apple Business Chat 流量并处理和路由该等 Apple 

Business Chat 流量到 Apple Business Chat 平台； 
•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 Apple Business Chat 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 提供技术支持。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 将客户产生的 Apple Business Chat 流量路由到 Apple Business Chat 平台； 
•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 管理与 Apple 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 Apple Business Chat 流量路由至英富必平台； 
•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 Apple Business Chat 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消息； 
•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消息 (SPAM)； 
•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Apple Business Chat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活跃用户； 
 
“网络运营商”是指上述 Apple Business Chat 平台； 
 
“Apple”是指 Apple Inc.，一家在美利坚合众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营业地点是 One Apple Park 
Way, Cupertino, CA 95014, United States； 
 
“Apple 应用程序”是指由 Apple 开发的任何移动、桌面、平板或 Web 应用程序，可支持使用 Apple 
Business Chat Services 服务。  
 
“Apple Business Chat Services”是指 Apple 使用的提供性能或服务的服务器、硬件、软件和其他设备； 
 
“Apple Business Chat Services 流量”是指客户通过 Apple Business Chat Services 平台和 Apple 应用程
序向客户的 Apple Business Chat 用户提供的服务； 
 
“Apple Business Chat 用户”是指正在使用任何 Apple 应用程序并已表示同意使用 Apple Business Chat 服
务的最终用户。 
 
“Apple 政策”是指适用于任何使用 Apple 应用程序的用户或实体，并可在 apple.com 上查阅的届时有效条
款与条件和/或政策。 
 
客户同意并确认，Apple 可能会不时实行特定的流量限制，而英富必也必须相应就 Apple Business Chat 流
量对客户实行相同的限制。英富必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快向客户发出通知，通知内容应随附确认流量限制的
正式文件。  
 



VIBER BOT 
1.服务说明  
 
英富必服务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Viber Bot 平台发送消息，并处理从 Viber 
平台接收的消息。 
 
英富必服务包括： 
 

•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 配置英富必平台以接收由客户所产生的 Viber Bot 流量并处理和路由该等 Viber Bot 流量到 Viber 平

台； 
•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 Viber Bot 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 提供技术支持。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 路由客户所产生的 Viber Bot 流量到 Viber 平台； 
•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 管理与 Viber 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 Viber Bot 流量路由至英富必平台； 
•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 Viber Bot 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消息； 
•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消息 (SPAM)； 
•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Viber Bot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收费事件”是指在客服窗口期 (CSW) 以外发送的每条出站消息； 
 
“出站消息”是指由客户通过 Bot 向 Viber Bot 用户发送的所有类型消息。  
 
“客服窗口期 (CSW)”是指客户通过英富必平台收到由 Viber Bot 用户使用 Viber 应用程序发出的最新 Viber 
Bot 消息起 24 小时这段时间； 
 
“Viber”是指 Viber Media S.a.r.l.，一家在卢森堡大公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societe a responsabilite 
limitee)，注册号为 B184956，主要营业地点是 2, rue du Fosse, L-1536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Viber 应用程序”是指由 Viber 开发的移动优先平台，由 VoIP 系统、消息服务、群组和其他交互方式组成，
可在移动设备、平板电脑或桌面设备上安装； 
 
“Viber 平台”是指 Viber 使用的提供性能或服务的服务器、硬件、软件和其他设备； 
“Viber Bot 流量”是指客户通过 Viber 平台和 Viber 应用程序向客户的 Viber 用户提供的服务； 
 
“Viber Bot 用户”是指已将 Viber 应用程序下载到自己的设备并已同意接收来自客户的 Viber Bot 流量的最终
用户。 
 
“网络运营商”与上述 Viber 的含义相同； 
 
“Viber 政策”是指适用于任何使用 Viber 应用程序的用户或实体，并可在 viber.com 上查阅的届时有效条款
与条件和/或政策。 



 
客户同意并确认，Viber 可能会不时实行特定的流量限制，而英富必也必须相应就 Viber Bot 流量对客户实
行相同的限制。英富必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快向客户发出通知，通知内容应随附确认流量限制的正式文件。 
 
KAKAO 
1.服务说明  
 
英富必服务（定义见本协议）中包括一种解决方案，让客户能够通过英富必平台向 Kakao 平台提供移动台
终止的服务消息。 
英富必服务包括： 
 

• 客户信息系统和英富必平台之间的连接； 
• 配置英富必平台以接收由客户所产生的 Kakao 流量并处理和路由该等 KakaoTalk 流量到 

KakaoTalk 平台； 
• 对英富必处理的该等 KakaoTalk 流量进行计费；以及 
• 技术支持；   

在提供英富必服务时，除了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外，英富必应： 
 

• 确保客户的信息系统和平台之间的连接经过测试并可使用； 
• 路由客户所产生的 Kakao 流量到 Kakao 平台； 
• 开具向客户提供英富必服务相关所有费用的发票； 
• 管理与 Kakao 的所有合同关系，确保英富必服务的可使用性。 

 
除了承担应尽义务外，客户还应进一步承诺： 
 

• 通过正确填写英富必提供的所有技术和合同表格来提供所有配置信息； 
• 确保自身的信息系统正确配置，可将 Kakao 流量路由至英富必平台； 
• 自费创建和维护一个 Kakao 用户数据库，接收经英富必处理的每条消息； 
•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向消息平台发送垃圾消息 (SPAM)； 
• 提前数天通知需要更大流量；以及 
• 履行其所有付款义务。  

 
2.Kakao 收费事件及其他详情 
 
Kakao 解决方案以三种各自独立形式提供消息服务：发送交易和促销信息的 Notification Talk (Alim Tog) 和 
Friends Talk (Chingu Tog) 按发送次数收费，而聊天咨询的 Consultation Talk (Sangdam Tog) 则按会话次
数收费。 
 
Notification Talk 和 Friends Talk 的“收费事件”是指客户发送给英富必且英富必已成功提交给 Kakao 用户的
服务消息。 
 
Consultation Talk 的“收费事件”是指最终用户在某个时间范围内发起的每个 Kakao 会话。 
 
“服务消息”是指通过 Kakao 应用程序向已选择通过客户接收该等消息的 Kakao 用户发送的消息。 
 
“Kakao”是指 Kakao Corp.，一家在韩国注册的公司，其主要营业地点是 242 Cheomdan-ro, Jeju-Si, Jeju-
do, South Korea； 
 
“Kakao 应用程序”是指由 Kakao 开发的移动优先平台，由 VoIP 系统、消息服务、群组和其他交互方式组
成，可在移动设备、平板电脑或桌面设备上安装； 
 
“Kakao 平台”是指 Kakao 使用的提供性能或服务的服务器、硬件、软件和其他设备； 
 



“Kakao 流量”是指客户通过 Kakao 平台和 Kakao 应用程序向客户的 Kakao 用户提供的服务； 
“Kakao 用户”是指已将 Kakao 应用程序下载到自己的设备并已同意接收来自客户的 Kakao 流量的最终用
户。 
 
“网络运营商”与上述 Kakao 的含义相同； 
 
客户同意并确认，Kakao 可能会不时实行特定的流量限制，而英富必也必须相应就 Kakao 流量对客户实行
相同的限制。英富必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快向客户发出通知，通知内容应随附确认流量限制的正式 Kakao 
文件。 
 

 
 


